
春天赏桃花，又多了一个新选
择。昨日，以“人面桃花红，龙门诗意
浓”为主题的2017年青白江·姚渡第
27届龙门桃花节在该区姚渡镇龙门
桃花沟开幕，活动将持续到4月4日，
为期25天。让游客们尽览桃花盛放
之时，峡谷、山峦被粉红的花海淹没
的“人间仙境”。

龙门桃花节历史悠久，迄今已
举办了26届，今年的桃花节又有创
新——紧扣仙子、桃花、诗歌三大元
素，独具特色。桃花节期间，将举办

“桃花仙子”评选活动，通过汉服走
秀、才艺表演、诗词比赛等，从形
体、内涵、文化修养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选。游客们可通过关注美丽乡村
姚渡凉水微信平台参与“桃花仙子”
的评选。

“青江春意惹诗情”第32届桃花
诗会系列活动也将登场，来自省内
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将竞相登台献
艺，吟诗作赋，书画家现场挥毫洒
墨、尽抒春情，将游客朋友们带入一
片春的天地，诗的海洋。活动将举办
至6月中旬，并有百姓赛诗会、诗词
歌赋对对碰、诗歌沙龙等配套活动。

“蓉欧+欧洲商品展销”活动也
会在桃花节现场为大家带来实惠。
组委会借力“蓉欧荟”，在桃花广场
持续开展欧洲商品展销活动，红
酒、食品、箱包等独具欧洲风情的
商品，放在装修精美的集装箱内进
行集中展示、销售。让您观赏桃花
美景之余，还能买到超正宗又实惠

的欧洲商品。
除了姚渡桃花文化游外，今年

的青白江区“赏花季”旅游活动还包
括凤凰湖樱花风情游、福洪杏花幸
福游，围绕“赏花踏青观光”“欧洲文
化体验”两条主线，创新赏花内容与
形式，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旅游体
验。其中“成都·青白江第八届樱花
旅游文化节”已于3月2日在青白江
凤凰湖拉开帷幕。预计3月中下旬呈
现西南首场樱花、郁金香双花盛景，
更打造了十余个内容丰富的娱乐活
动，关注微信公众号“悠游成都”（微
信号UUchengdu-2017）即可购买优
惠门票。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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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花开青白江”
龙门桃花开正红

成都方向：

成南高速公路-清泉出
口-清泉大道-姚渡龙门桃
花沟；

成绵高速公路-青白江
站出口-城厢镇-姚渡龙门
桃花沟；

成金快速通道-清泉方
向-姚渡龙门桃花沟。

青白江方向：
6 路 公 交 ，青 白 江 客 运

站-清泉客运站，龙门桃花景
区站下。

7 路 公 交 ，青 白 江 客 运
站-福洪杏花村站，龙门桃花
景区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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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
川联销“3D”第 2017063
期开奖结果：864，单选723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
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2115注，单
注奖金173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7063期排列3直选

中奖号码：768，全国中奖注数5034
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
码：76895，全国中奖注数59注，单
注奖金10万元。●“超级大乐透”电
脑体育彩票17027期开奖结果：08
17 25 33 34+03 11，一等奖5注，
每注奖额 8569144元。一等奖（追
加）0注。二等奖124注，每注奖额
66308元。二等奖（追加）38注，每注
奖额397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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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10点，第二十二届华罗庚
金杯成都赛区决赛开考。据了解今年华
杯赛决赛设立了四个考点，电子科技大
学成都学院，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长江职
业技术学院，ATA国际认证测评中心。
今年共有万名左右考生共赴成都决赛，
比往年考生人数有所下降。

实习生 杨炼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在龙泉驿举办的成都国际桃
花节10日开幕，去龙泉看桃花的
市民越来越多。特别是周末，成渝
高速龙泉收费站出口车多拥堵。
成都商报记者11日从成渝高速公
司成渝分公司了解到，为方便市
民看花踏青，在成渝高速成都收
费站专门开辟了桃花节车辆专用
通道，高峰时启用应急手工票，亮
票出站，并在成都往重庆方向的
龙泉收费站匝道旁开通了一个周
末应急出口。

11日正值周六，成都商报记者
上午10时许来到成渝高速成都收
费站。进入高速的车道有9条，其中
两条车道旁摆放了“桃花节车辆专
用通道”的牌子。成渝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是分流措施，驾驶
员可告诉收费员自己是去看桃花
的，并提前交纳7元过路费，便可得
到手工发票，在龙泉收费站亮票出
站，提高通行效率。如果其他车辆
驶入“桃花节车辆专用通道”，也可
按正常程序通行。

该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预计下周末开始，进入市民看花扫
墓高峰期。去年龙泉收费站车流最

高峰值出现在3月19日，共有3万余
辆，流量是平时的两倍。而日高峰
出现在周六和周日的上午10时30
分至中午12时许。

11日10时30分，记者看到，成
渝高速通往龙泉收费站的匝道排
满了出站车辆，一直排到主道上。
匝道一旁，立有“龙泉洛带应急出
口”的标牌，值勤交警、高速交通
执法队员以及成渝分公司的志愿
者看到一些车辆犹豫不前，赶紧

用扩音器喊话，“两边都可以走”。
上述负责人解释说，应急出口是
利用了高速路边交投绿化养护工
程公司的场地，在周末打开大门，
设置两个应急收费点，缓解主线
压力。车辆从前门进，后门出，与
从龙泉收费站出站的车辆在成环
路汇流。安装了ETC的车辆也可
从此处正常通行，应急收费点可
以刷ETC卡出站。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为方便市民赏花
成渝高速开辟“桃花出口”

●为方便市民看花，
成渝高速成都收费站
专门开辟了桃花节车
辆专用通道
●并在成都往重庆方
向的龙泉收费站匝道
旁开通了一个周末应
急出口
●据相关负责人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预计
下周末开始，进入市
民看花扫墓高峰期

昨日，一大早就出门的还有全国人
大代表、成都市工商联主席孙明，她去
拜访了旧友——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曾来德。孙明表示，此行目的除了见一
见老朋友，还想与专家一起讨论如何推
动成都文化产业发展。

“曾院长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曾经
去联合国演讲和交流，发现很多人都在
练习书法，中国人完全有文化自信的底

气。”孙明说，曾来德以这个小故事，来
鼓励文化产业发展。

据介绍，曾来德是四川人，很多
书画题材也来自四川。“他对四川对
成都感情很深，成都的文化人才、资
源很多。”

孙明以自己的角度来解读成都文
化产业。她表示，工商联有专门的文化
产业部分，会员有200家左右，“音乐、书

画、创意文化等，都是成都的亮点。”
去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音乐产业发展的意见》推出，目标直指
未来十年着力打造中国音乐之都。

“未来，成都的文化产业会更蓬
勃。”孙明表示，已经感受到越来越多的
企业关注文化产业。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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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万军 全国人大
代表、四川省川珍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为企业调查农
产品消费市场，走
访涵盖北京各个区
域的6家超市。

耿福能 全国人大
代表、四川好医生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参 加 了 一 场
“精准扶贫”签约洽
谈会。洽谈了“产业
扶贫”合作。

孙明 全国人大代
表、成都市工商联
主席

拜访旧友，还
与专家一起讨论如
何推动成都文化产
业发展。

人代会休会日

第22届华杯赛成都决赛
万名考生共赴赛场

按照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日程
安排，昨日，是代表们的“休息日”。

休会一整天，四川代表团的人大代表们都在干些
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发现，尽管假期难得，众多代表依
然选择“休会不休假”——有代表起了个大早，为自己的
企业走访市场；有代表为精准扶贫奔走，洽谈“产业扶
贫”合作；有代表拜访旧友，共商成都文化产业机遇……

早上9点，左万军已经出现在四川
代表团驻地附近一家超市。左万军是全
国人大代表，也是四川省川珍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昨天他同日常一样，起了
个大早，匆匆洗漱结束，开始出门“逛
街”——他划定了几家超市，打算一家
家走访，调查农产品消费市场。“每一个
城市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消费习
惯，商家会根据消费市场来推出自己的
产品。”

清晨的超市人并不多，左万军却无
暇闲逛，径直走向了农副产品区。从上
至下6行货架，密密麻麻陈列着黑木耳、

银耳、花椒、大料等产品，左万军逐一查
看，一袋袋拿起，查看包装、规格、说明
等事项。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产品的
设计跟市场消费习惯息息相关，对我们
来说，看一看产品的陈列和包装，就大
概晓得啥子产品占主要市场，有啥子特
点。”在超市货架中，从上至下第二、三
栏是左万军关注的重点，他几乎认真查
看了每一类货品的说明。在货架第二
栏，一种标价三元的大料已经空出一半
位置，左万军立即拿起一袋，与旁边标
价7.7元的类似产品对比起来。

“在成都，我们的黑木耳占据主要市
场，但在北京，山东的黑木耳占主要市
场。”左万军表示，区域消费市场不同，需
要仔细研究才能推出适合的产品。

左万军表示，市场需求发生了改
变，老百姓不知道，但企业应该知道，

“龙头企业把农民的产品变成商品，政
府来支持和引导，产品才能转变为货
币，才能够供给侧改革。”

昨日他一共走访了6家超市，涵盖
北京各个区域，最终他得出结论，“北京
农副产品消费市场很大，很有必要进
入，回去就开会研究。”

起个大早逛超市 原为调查北京市场需求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福能原计
划利用一天假期看望企业在北京的员
工。而前一天，全国人大代表、凉山州委
书记林书成临时邀请耿福能参加一场

“精准扶贫”签约洽谈会。
“现在全国人民关注‘精准扶贫’，

州上要落实，我被邀请对接这个核桃
产业。”昨日上午11点，一场名为“四川
凉山州核桃系列产品开发项目”合作
签约仪式在阿斯牛牛三里屯店内举
行，签约双方是凉山州博海核桃产业

研究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
所，耿福能是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
开发食品，我们开发特殊用途的医药
食品和保健品。”

耿福能到达前，林书成已经开始与
签约双方聊了起来。正式签约前，还有
一场洽谈会，涉及凉山州核桃产量、市
场前景、可以开发的产品等。

通过洽谈会，耿福能了解到，一棵
核桃树能为种植村民带来一万多元收
入，“对我们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
让老百姓走出贫困，又能为企业带来

收入。脱贫攻坚是一个方面，但当地有
优质的原料，有这个条件，我们扶贫也
不是刻意要去挣这个荣誉，顺带而为
之，为什么不好呢？”

在签约会上，耿福能决定与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一起，以核桃为原
料，开发一种特殊用途的医药食品。“这
种特殊用途的医药食品是一个才兴起
的产业，市场空间还很大。”耿福能介
绍，该项目有望在成都研发量产，将在
年底就有成果。

谋篇精准扶贫 洽谈“产业扶贫”合作

拜访书画大师 共商成都文化产业发展
昨日，为调查农产品消费市场，全国人

大代表左万军走访北京的6家超市

为方便市民看桃花，成渝高速在成都收费站设立了桃花节车辆专
用通道

下周将进入看花高峰期，成都往重庆方向的龙泉收费站匝道旁开
了一个周末应急出口 摄影记者 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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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考点，家
长陪同孩子参加考试

今日 小雨 8℃~14℃ 北风 1~3级
明日 小雨 7.4℃~13.3℃

风 1~3级

四川团代表们都在干些啥？


